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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章奎）
8月13日，平安内蒙古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重点工作任务。自治区
党委书记、平安内蒙古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石泰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平安内蒙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林少春、衡晓帆、杨宗仁、李琪林出
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平安中国建设协
调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
《平安内蒙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
则》和《2020年平安内蒙古建设重点任
务分工方案》。

会议指出，建设平安内蒙古不仅关
系全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而且事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安宁
大局。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大局
意识、忧患意识，认清复杂形势，强化责

任担当，树立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从
更高站位、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谋划推
进平安建设工作，扎实推动问题联治、
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内蒙古。

会议强调，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对政治安全风险时刻保持清
醒认识，切实做到态度上零容忍、思想上
零懈怠、工作上零差错，全力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要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全力推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最大限度把各种矛盾隐患消解于
未然、化解于无形、解决在基层。凡是关
系群众安危冷暖的事情，各级干部必须
高度重视起来，及时有效推动解决，坚决
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惩治不担
当不作为行为。要决战决胜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聚焦“六清”目标任务，扎实开展
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狠抓

破案攻坚，组织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回头
看”，继续在深挖整治上下功夫、在长效
常治上求实效，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全面
胜利。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稳步有效推进试点工作，着眼于补短
板、强弱项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完善网格
化管理机制，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
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要抓实抓好社会治安防
控，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打击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和

“黄赌毒”“食药环”违法犯罪等系列专项
行动，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
理，深化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要
织牢织密公共安全网，完善公共安全风
险监测预警体系，优化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重点领
域、行业、物品全链条安全监管，始终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重特大生

产安全事故和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要切
实加强网络安全防控，深入开展净网行
动，坚决打击和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网络
传销等新型犯罪，确保网络生态更加清
朗，坚决守好网上阵地。

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
落实到平安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充
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
引领作用，更好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转化为平安建设效能。各级党委（党组）
要把平安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
在方向上把关、政策上支持、投入上保
障，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
落实。各级领导小组要发挥好牵头抓总
作用，各专项组和成员单位既要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又要加强协作、强化联动，
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平安内蒙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出席，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平安内蒙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石泰峰主持

□本报记者 李晗

走进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
交通村，只见村庄规划整齐合理，小油
路通到了每家每户。袅袅炊烟中，白墙
黛瓦，绿树红花，一派农村新气象。

村民钱洪娥正在自家厨房里忙活
着洗菜做饭，哗哗的自来水从水管流淌
出来，清澈而纯净，有一些还溅到了钱
洪娥的脸上。擦拭过程中，她情不自禁
吸吮了一下手中的水珠，“甜，真甜！”钱
红娥陶醉地说。

“多亏了饮水安全工程，才让我们
喝上了‘甘泉’。”现在一杯再平常不过
的干净水，过去却是钱洪娥家的“第一
奢侈品”。“以前，全村就一口井，吃水只
能到水井里担，担一趟来回要花费不少
时间，很不方便，有时候地里农活儿重，
实在累得不愿意去担水，只好省着用。

缺水不说，水质还很差，碱性大，一点也
不好喝。那时，我时常为家人的健康担
心。”相比于腰包瘪，钱洪娥更怕水缸
干。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为了让
群众喝上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2019
年，杭锦后旗投资347万元完成了全旗
境内贫困村贫困户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工程，解决了588户村民的吃水困难问
题，其中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240户。
截至2019年，杭锦后旗已累计投入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资金超1.2亿元，14.3
万农村人口受益。

通上自来水，告别苦咸水，钱洪娥
一家的日子也走上了正轨。这两年，她
又重新装修了屋子，家里买上洗衣机、
安装了热水器，坐便、下水一应俱全，上
厕所再也不用出门了，用钱洪娥自己的
话说，现在的生活更像城里人了。“我现
在哄着五个月大的外孙，衣服、尿布等
经常需要洗洗涮涮，如今只要拧开水龙
头，冷热水都有，随时可以洗，方便又干
净。”她笑呵呵地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近年来，我区做足“水”文章，补民
生短板，使汩汩清流流进农村牧区万千
家庭。“十三五”期间，全区累计投入农

村牧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资金
53.7 亿元，共新建和改扩建供水工程
15317处，新打机电井4015眼，供水基
本井（筒井）2万余眼，建成储水窖1万
余处，安装净水设备16.8万套，新建、改
造管网 16890 千米，建成自来水工程
2780处。全区农村牧区集中供水率达
82%，自来水普及率达77%，农村牧区
供水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饮水有保障，脱贫有希望。截至目
前，全区共解决了18.3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为了做到不差
一户、不漏一人，我区对全区贫困户饮
水安全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查摸底，精准
落实解决措施。2019年，全区各地结
合实际，通过建设集中式和分散式供水
工程相结合的方式，于9月底完成了全
部贫困人口饮水安全“清零达标”任务，
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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汩 汩 清 流 入 万 家
——我区全力推进饮水安全纪实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戴宏）
8月13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布小林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兴蒙”
行动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
《内蒙古自治区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
施方案（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关于促
进马铃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等事项。

会议指出，“科技兴蒙”行动是自
治区党委、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
具体举措，对于提升我区科技创新能
力，促进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具有重
要意义。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加强政策支持。各相关部门在政
策制定、政策落实中要树立“一盘棋”

的思想，加强沟通协作，形成解决问题
的合力。

会议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是党中央
部署的重大任务，是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的战略性
举措。相关部门和地区要把这项工作摆
在应有位置，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
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会议强调，马铃薯产业是我区的
优势产业，也是富民产业，要坚持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整合各方面科研力量开展技
术攻关，加快解决制约马铃薯产业发展
的突出问题。要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加
快推进马铃薯优势特色产业带建设，打
造专业化规模化产业集群。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布小林主持召开
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兴蒙”行动
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措施等事项

兴安盟动员百万群众参加有关民
法典的网上有奖答题活动；包头市律
师协会、内蒙古瑞安律师事务所在街
道社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法治乌
兰牧骑系列宣传片《小司帮你忙》《小
司来了》以动漫形式分析民法典与日
常生活的联结……民法典颁布以来，
我区各地掀起一轮又一轮普法热潮，
使民法典逐渐走进人民群众的心里。

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民法典的
编纂和颁布意义重大而深远，确保民法
典的贯彻落实更是重中之重。人民群
众是保障民法典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
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法典要实
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要让民法典“飞入寻常
百姓家”，需要让文本上的民法典真正

“活”起来，让民法典体现的基本精神融
入百姓心坎，努力让每一个人走近民法
典、了解民法典、运用民法典。

让民法典“活”起来，要注重普法
形式的创新和常态化机制的建立。广
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
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引导
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

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
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
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
的意识和能力。普法宣传要善用互联
网时代的新技术、新应用，打通融媒体
传播渠道，线上线下相结合为法律条
文根植民心开掘广阔空间；要打通民
法典普及的“最后一公里”，将其送到
工厂社区、送入牧区农村，以生动有
趣、丰富多彩的形式推动宣传教育；要
将民法典纳入青少年课程体系之中，
使民法典所蕴含的理念与确立的规则
成为青少年基本知识构成，成为其个
人成长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遵循。

让民法典“活”起来，需从群众需
要出发，普法更接地气。对普通群众
来说，民法典体系庞大、专业性强，理
解起来有一定困难，解读时需要说老
百姓听得懂的话。另一方面，有些群
众会觉得法律与自己的生活隔得太
远，热闹之后往往留不下什么印象。
究其原因，在于一些普法活动只是流
于形式，搬搬条文、发发材料，没有把
人民群众真正放在心里，最终不免成
为“镜中花”“水中月”。 ■下转第4版

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
——四论学习宣传民法典

本报评论员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记者 马少林 霍晓庆
巴依斯古楞 苏永生 李卓

正是晚上下班的点，锡林郭勒盟
多伦县诺尔镇北菜园村蔬菜大棚种植
区的水泥路上，停满了私家车。下班
后来这里买菜，已经成了不少城里人
的习惯。

“早晨来进货的车排的队比这还
要长，五六点就得来排队，来晚了就抢
不到了。我们北菜园村蔬菜就是这么
抢手！”村民庞广荣边忙乎边说：“我们
能过上好日子，全是沾了这蔬菜的
光！”

今年 61岁的庞广荣曾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丈夫患病干不了重
活，她有高血压，常年吃药控制。家里
除了 3 亩薄地，再没有其他收入来
源。2018年，她入股村里的蔬菜种植
合作社，还在合作社里打工。挣着工
资，领着分红，当年就脱了贫。

“以前自己种大田，每年春夏种些
菠菜油菜等小菜，今天一小捆明天两
小捆拿到早市去卖，零零散散单打独
斗，卖不了几个钱。一到冬天没活干
只能在家坐着，日子过得紧巴巴。”庞
广荣说，“蔬菜大棚一年12个月不停
歇，光打工一个月工资就有3000元，
一年就是三万六。合作社每年还能拿
3000元分红，加上土地租金，一年收
入4万元！”尝到甜头，她干脆把自己
的土地全部租出去，一心扑在合作社
里。

北菜园村是沙质土壤，水质好，早
前就以种植蔬菜闻名。几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散落的农田，每家每户基本都
是种植一两亩蔬菜过日子。2014年，
全村共330多户人家，识别出贫困户
44户。“我们村没有产业，没有集体经
济，要想脱贫，还得向为数不多的土地

要效益。”村党总支副书记潘广生说。
他和村支书两人去山东、江苏考察学
习，回来就确定了“党支部+合作社+
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党支部带头成立
北跃种植合作社，将村民的土地以
300元每亩的价格租下来盖大棚种蔬
菜，建档立卡贫困户优先入股拿分红，
优先在合作社打工挣工资。

“我种了30年蔬菜，同样种菜，大
棚就能挣得比我多？能成功吗？分红
能拿到手吗？”最初，出于各种担忧，村

民都在观望。村党支部党员们带头，
书记高凯杰赊来了水泥钢筋，请来了
技术员，盖起了 4个大棚先行试验。
从2014年9月份到过完春节，短短几
个月，4个大棚就盈利20万。试验成
功，后期31个大棚陆续建起来，樱桃
柿子、黄瓜、尖椒、甜瓜、西瓜，市场上
稀罕什么，就种什么。因为蔬菜口感
好，合作社很快就成为县里两家大型
超市和周边旗县的固定供货商。35个
大棚每年盈利不下200万，村民们纷

纷入股。
如今，村里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入了股，领上了分红。像庞广荣这样，
在合作社长期打工挣工资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20多人，其他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也都在外打工，昔日“菜园村”
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村。北菜园村
模式也开始在全镇全县推广。“很多地
方来我们村取经，我们开始输出技术指
导员了！”潘广生一脸骄傲地说。

■下转第4版

挣工资拿分红 小康生活不用愁

庞广荣（左）正在大棚里摘菜。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8月13日晚，零肆柒柒乐队火热开唱。 本报记者 王磊 怀特乌勒斯 摄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霍晓
庆 实习生 牛仙娇）8月13日晚，第
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第二
场广场消夏演出零肆柒柒乐队专场音
乐会在呼和浩特市如意广场如期举
行。

晚8点多，《一起跳》动感十足的重
金属乐声骤然响起，整个广场也跟着
沸腾起来，越来越多消夏散步的人群
循着激情的乐声聚集到舞台前，随着
乐声打着节拍。

“摇滚风的歌曲，充满了青春的味
道，仿佛回到了青春时的模样，这种感
觉特别棒。这场音乐会也让我们看到

了多样化的内蒙古音乐，以后我会更
多关注我们本土的乐队，更多支持我
们内蒙古自己的音乐。”市民赵磊说。

“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吃完晚
饭来广场散个步，还能顺便听一场免
费的音乐会，感觉特别放松特别享
受。”市民李丽说。

零肆柒柒乐队组建于2015年，乐
队成员多数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此次
广场消夏演出，我们带来多首流行摇
滚风格的原创歌曲，希望通过草原文
化节这个舞台，把我们的音乐带给更
多的人，给大家忙碌的生活增添一丝
色彩。”乐队主唱袁伟说。

零肆柒柒乐队专场音乐会
释放青春味道

第十七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


